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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信松

三湘四水，满眼生机，美丽长沙，喜
迎天下宾朋。

“第一次来到湖南，来到长沙，我发
现这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城市，更
是个开放的城市。 美丽的湘江和热情好
客的湖南人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

5月17日， 前来出席第七届中博会
的欧盟驻华代表团副团长卡门·卡诺女
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卡门·卡诺女士对本次中博会的组
织工作和主题深表赞赏 ：“‘开放崛起 ，
绿色发展 ’这个主题很好 ，十分符合世
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也契合欧盟经济发
展的方向，相信这将是一届精彩成功的
投资贸易博览会。 ”

中国和欧盟同为全球重要经济体，
互为重要经贸伙伴，欧盟连续多年是中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
大贸易伙伴，也是欧盟出口增长最快的
市场。 湖南与欧盟有着长期友好的经贸
关系，在新能源、新材料、汽车、机械、电
子等多个产业一直保持着广泛而深远
的交流合作。

卡门·卡诺女士认为， 欧盟和湖南
在自然资源、劳动力 、资本、市场 、技术
等多方面具有很大的互补性。 “这种互
补决定了湖南与欧盟经贸合作潜力巨
大。 ”卡门·卡诺女士说，欧盟在环境保
护 、城市管理 、企业创新等方面有一些
好的经验和教训 ， 值得湖南学习和借
鉴。

“湖南与欧盟可在环保 、城镇化发
展、 科技创新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实
现互惠互利、可持续发展。 ”卡门·卡诺
认为 ，湖南正在建设两型社会 ，将调整
和优化经济发展结构，推进节能和提高
效能，同时强调保护生态环境。 欧盟在
保护环境和绿色技术方面具有领先优
势，湖南与欧盟在这方面可以进行深入

合作。
谈到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 卡门·

卡诺女士说， 欧洲企业90%都是中小企
业，对于促进创新和就业意义重大。 中
小企业对于中国与欧盟的经济发展及
全球竞争力的提升都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和欧盟的一些中小企业
仍然难以融入全球经济 。 在国际舞台
上 ，距离 、语言以及文化差异都会产生
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 她说，今天挂牌
的欧盟欧企网华中中心，可以为湖南的
中小企业搭建一个通往欧洲的经贸平
台。

卡门·卡诺说：“欧盟是一个很开放
的市场，热烈欢迎中国特别是湖南的中
小企业进入欧盟市场，同时也能带动欧
盟的中小企业来湖南发展。 这里面商机
无限，市场很大，我们双方共同努力，深
化合作，共赢发展。 ”

谈到人才交流， 卡门·卡诺女士认
为，中欧之间的人员互派不应仅限于留
学生 ，还可以推动工商界人士 、企业管
理人员等各个行业的人员互派和交流。
对于欧盟与湖南的合作也不应仅限于
经贸往来 ，可在科技 、文化 、教育 、社会
管理等多领域展开交流与合作。

卡门·卡诺女士一到长沙， 就一直
忙着中 、欧合作的会议与洽谈 ，首次湖
南之行，卡门·卡诺女士收获很多，但她
坦言也有点小“遗憾”：“这次行程匆忙，
都没有时间好好地品尝长沙的特色小
吃， 细细感受这里的人文和社会文化。
我在北京吃过臭豆腐 ，很好吃 ，但我的
朋友说 ，要吃正宗的臭豆腐 ，必须到长
沙的坡子街。 以后，我会多来湖南、多来
长沙，有机会一定得去品尝品尝。 ”

根据 《关于表彰全国军民共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的通知 》（政联
[2012]4号）要求，拟推荐湖南省衡阳华菱
钢管有限公司、 湖南省洞口县第一中学
为全国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
单位。 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广泛
听取各界反映，接受社会监督。

公示时间为2012年5月18日-5月24
日， 公示期间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请

以书面形式向省文明办反映。 单位反映
情况需加盖公章，个人反映情况需署实
名。

联系地址： 长沙市韶山路1号省文
明办创建处，邮政编码：410011；联系电
话 ：0731 -82689489； 传 真 ：0731 -
82688005。

湖南省文明办
2012年5月17日

本报记者 刘勇

5月17日 ，2012世界华商领袖
峰会在长沙举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
主要华商团体领袖、知名华人企业
家、 专家学者以及中部6省工商联
负责人、 湖南省知名企业代表等，
共聚湘江之滨 ， 建言中部地区发
展：绿色崛起正当时！

峰会上 ，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 、民建中央副主席 、经济学家辜
胜阻 ，湖南省副省长何报翔 ，全国
工商联副主席、世茂集团董事局主
席许荣茂先后作主题演讲。

随着国家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
实施， 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速度
明显加快。 2011年，中部6省全部进
入GDP“万亿元俱乐部”，在全国区
域格局中地位不断提升， 已经步入
加速崛起、全面崛起的上升通道。

在许荣茂看来，中部地区具有
独特的发展优势，值得广大华商投
资兴业。 中部地区农业基础好，拥
有巨大的农产品市场空间，在农业
现代化、 产业化等方面大有可为。
随着资源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市场
化进程及体制改革加速，中部地区
资源优势日益彰显。 与西部相比，
中部地区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
而与东部地区相比，人才成本低则
使中部地区更具竞争力。 同时，新
时期的中部地区还兼具承接产业
转移 、扩大区域合作 、大城市圈带
动等3大历史机遇， 广大华商可就
此积极开创新的经济增长点。

何报翔说， 越是发展壮大，越
要清醒认识到，中部地区应该坚持
走一条绿色崛起的发展之路。 按照

传统发展模式，有限的资源和脆弱
的生态将难以支撑。 这既是全国发
展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中部崛起
必须解决的问题。 只有插上绿色的
翅膀 ，坚持走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
好型的绿色崛起之路，中部发展才
能更好更快。

辜胜阻认为，绿色发展也是当
今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 他说，之
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实体
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的危机，而每
一次危机都将催生出 “革命性”的
新兴产业。 就目前来看，绿色产业、
低碳发展就是今后经济的 “革命
性”方向。 金融危机后，美国以新能

源产业为核心推行“绿色新政”，欧
盟把经济复苏与低碳经济转型相
结合，日本投入巨资着手推动低碳
革命，都是推行绿色发展的佐证。

湖南近年来加快推进两型社
会建设 ，积极打造 “绿色湖南 ”，单
位GDP能耗5年累计下降20.4%，正
在率先探索绿色发展之路。 何报翔
说 ：“我们在全社会培育弘扬生态
文明理念，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积
极倡导绿色消费，致力推动绿色发
展，努力让‘绿色湖南’这张名片成
为湖南最有特色的标志。 ”

经济发展从传统模式向绿色
模式转型，蕴藏着无限商机。 湖南

谋求绿色崛起，同样商机无限。
何报翔盛情邀请：“在新兴绿色

产业发展、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环保
科技研发引进、 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环境治理保护等诸多领域，我们都十
分期待与各位华商朋友展开互利合
作。 我们将重点引进高效益、低污染、
低消耗的高新技术项目，重点发展电
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
术产业，加快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
先进制造业的重组提升， 加快钢铁、
有色、建材、食品、石化、陶瓷、林纸等
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 加快发展物
流、金融和旅游、文化、影视等现代服
务业，大力发展现代绿色生态农业。 ”

绿色崛起正当时
———2012世界华商领袖峰会主题演讲综述

“湖南人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访欧盟驻华代表团副团长卡门·卡诺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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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申报全国军民共建
精神文明先进单位的公示

聚焦中博会

5月17日， 2012世界华商领袖峰会在长沙召开。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胡信
松 ） 今天 ， 副省长盛茂林在长沙
会见了前来出席第七届中博会的
欧盟驻华代表团副团长卡门·卡诺
女士一行。

盛茂林首先对卡门·卡诺女士
一行来湘访问 、 参加中博会表示
欢迎 ， 并简要介绍了湖南省情 。
他说 ， 湖南与欧盟有着长期友好
的经贸关系， 在新能源、 新材料、
汽车 、 机械 、 电子等多个产业一

直保持着广泛而深远的交流合作，
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 目前 ， 欧盟
已有17个国家在湖南投资 ， 并建
立了欧洲工业园 、 德国工业园 ，
菲亚特等一批欧洲企业分别在湘
投资设厂 ； 湖南在欧洲的投资企
业也逐年增加 ， 湖南与欧盟良好
的合作 ， 为下一步双方深化交流

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他希望
卡门·卡诺女士进一步推动湖南与
欧盟的交流合作 ， 介绍更多的欧
洲企业来湘投资兴业， 合作共赢。

“这是我第一次来湖南 ， 美
丽的长沙和热情好客的湖南人给
了我很大的惊喜 ！” 卡门·卡诺在
会见时说 。 她对第七届中博会的

组织工作和 “开放崛起 ， 绿色发
展 ” 的主题深表赞赏 。 她认为 ，
欧盟与湖南的经贸往来非常活跃，
发展迅速 ， 未来合作潜力巨大 ，
前景广阔 ， 双方可在环境保护 、
城市管理 、 企业创新 、 科教文化
和人才交流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
作。

盛茂林会见欧盟驻华代表团副团长卡门·卡诺


